
“在市场上销售茶叶，拥有‘三
品一标’认证就好销多了。”说起销
售经，贵州省岑巩县思州茶叶有限
公司经理何金华高兴地说，他经营
的 3000余亩茶园获得有机认证后，
产品畅销 20多个省市。

“有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品
牌，思州柚销售市场比以前好多
了。”2016 年，岑巩县思州柚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17 年
10 月再次获得国家有机食品转换
证和绿色食品证，岑巩县兴发文旦
柚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吴高尧高
兴地说：“思州柚有了知识产权，产
品供不应求。”截至目前，岑巩县思
州柚种植面积 4 万余亩，挂果面积
2.55 万亩，预计可实现产值 6000
万元，让 7 个乡镇 30余个村 5000
余农户实现增收。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岑巩县
按照“生态强县、绿色发展”的战略
部署，着力推进无公害、绿色食品
产地认定，进一步扩大总量规模，
大力创建规模化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示范基地，加强“三品一标”农产
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品牌宣传和
技术服务，加大获证产品抽查和督
导巡查，防范系统性风险隐患，严

肃查处不合格产品，将无公害农产
品标识与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有
机结合，严查冒用和超范围使用
“三品一标”标志等行为，建立质量
安全控制体系，不断提升农产品的
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

去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的 2017
年度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
工作会议上，岑巩县成功申报为国
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目
前，全县拥有“三品一标”农产品总
数 15 个，获地理标识产品认证 1
个，创建 2 个省级名牌农产品，已
培育农产品注册商标 44 个，通过
有机转换认证企业 8家，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面积 12.57 万亩，其中蔬
菜 4.62 万亩、茶叶 3.03万亩、水果
2.47 万亩、水稻 2.45 万亩；生猪获
得无公害认证 5000 头、产量 600
吨。

通过开展“三品一标”农产品
认证，为农产品树品牌，全县农产
品质量大幅度提升，“三品一标”激
发农产品市场活力，同时，农村电
商为“岑货出山”架设了桥梁，让农
产品从农村市场走进大都市，力争
今年农业总产值在去年 15.79 亿
元的基础上，实现增长 6%的目标。

通讯员 张能秋

贵州岑巩：“三品一标”
激发农产品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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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2月 8日核发的富顺县宏祥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第一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10322000030825）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富顺县宏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第一经营部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因本公司不慎，将自贡市大安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核
发的自贡市乐汇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正本 （统一社 会信 用 代 码：
91510304337776701L）遗失，特公告声明
作废。

自贡市乐汇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树乡峰林养牛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印江自治县杉树乡峰林养牛场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寨乡核桃示范园《营

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印江自治县新寨乡核桃示范园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屏山县天籁村音乐厅（经营者：王

建）因保管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529MA62A3H00H）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屏山县天籁村音乐厅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因保管不善，个体工商户马文全《营

业 执 照 》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0522600159781）不慎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马文全
2018年 6月 22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叙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和

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5 年 12月 31 日
核发的叙永县兴荣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524314564642D）遗失，特公告
声明作废。

叙永县兴荣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叙永县工商行政管理和

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6年 1月 12日核
发的叙永县祥喻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24MA6222CC0P）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叙永县祥喻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乐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09年 7月 9日核发“乐至县金濠音
乐会所”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12022000011786）遗失，
特公告声明作废。

乐至县金濠音乐会所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乐至县工商行政管理和

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6年 3月 28日核
发“乐至县寅生网吧川乐分店”的《营业
执照》 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22MA62K2BW6T）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乐至县寅生网吧川乐分店
2018年 6月 22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乐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5年 4月 21日核发“乐至县龙锦
轩茶楼”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12022600264472）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乐至县龙锦轩茶楼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部县中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不慎

将通用手工版发票（百元版）15份（发票
代 码 ：151131372004， 发 票 号 码 ：
00006901-00006915）遗失，特公告声明
作废。

南部县中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部县共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91511321MA63MTMW18，法定代表人：
高林川）不慎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部县共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部县本草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第

十二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11321000017789，负责人：胡万军）不慎
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部县本草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第
十二店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正直镇长滩升态苑农家乐在

南江县国家税务局领取的四川增值税普
通发票 15张（发票代码：5100172320，发
票号码：04357337-04357351）遗失，现公
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正直镇长滩升态苑农家乐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石棉国萍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92511824MA64YR2E8N，
发证日期：2017年 7月 13日）；《食品流
通许可证》（证号：JY15118240006277）不
慎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欧路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富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

5月 28 日核发的富顺县莲峰废旧塑料
回收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10322000043273）遗失，特公告声明
作废。

富顺县莲峰废旧塑料回收经营部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盐亭县朋安建材有限公司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723MA67QEFN8M）遗失，现公
告声明作废。

盐亭县朋安建材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因保管不善，个体工商户何思沁《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注 册 号 ：
510522600315831）不慎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何思沁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石棉县小蕾百货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13125600060589）不慎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张蕾
2018年 6月 21日

遗失公告
因保管不善，合江县利德药房 36连

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522600215186）不慎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合江县利德药房 36连锁店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印江自治县田茂贵茶场《营业执照》

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印江自治县田茂贵茶场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峨眉山红梅山庄《卫生许可证》（编

号：ELJQGE-1）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熊光文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由于不慎，将达州市渠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4年 5月 21日颁发给叶建轩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1725600177749）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叶建轩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核发的富顺县七件事便民店
《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
510322600200835）遗失，特公告声明作
废。

富顺县七件事便民店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四川华永盛包装制品有

限 公司 ”的财 务专 用章 （编 号 ：
5120220014883）一枚、企业法定代表人
专用章（编号：5120220014885）一枚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四川华永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石棉县万勇家电维修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3125600026442，发证
日期：2009年 3月 2日）不慎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万勇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因不慎，将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质

量技术监督局核发“乐至县广益网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编号：69484196-6号）遗失，特公告声
明作废。

乐至县广益网吧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四川省乐至县地方税务局核发“乐

至县广益网吧”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川
地税字 512022694841946号）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乐至县广益网吧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四川省乐至县地方税务局核发“乐

至县广益网吧”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川
地税乐字 511022630629099000 号）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乐至县广益网吧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6年 10

月 4日核发的富顺县华强汽贸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322000052985）遗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富顺县华强汽贸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遗失公告
四川省社会团体会费专用票据（发

票代码：0117941736-0117941758）共 3
份遗失，现公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个体私营协会
2018年 6月 22日

遗失公告
石棉县张伟面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3125600127839）不慎遗失，
特公告声明作废。

张伟
2018年 6月 25日

遗失公告
因保管不善，合江县天珍煤业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5226627606074）不慎遗失，
特公告声明作废。

合江县天珍煤业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5日

清算公告
乐山市沙湾区金牧兽药销售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111590491080K）经研究决定，同意
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乐山市沙湾区金牧兽药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树乡峰林养牛场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杉树乡峰林养牛场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寨乡核桃示范园经研

究决定，同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印江自治县新寨乡核桃示范园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营山华彬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

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经投资人决定解
散，请与之相关的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营山华彬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

清算公告
南江县灵山南江黄羊养殖专业合作

社于 2018年 6月 22日作出决定，同意
注销南江县灵山南江黄羊养殖专业合作
社。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请本
公司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南江县灵山南江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 6月 22日

清算公告
渠县兴洲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于 2018年 6月 19日决定，同意公司
解散，成立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小组，组
长：曾洲，成员：杨君波。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渠县兴洲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6月 19日

清算公告
渠县文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于 2018年 6月 21日决定，同意公司
解散，成立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小组，组
长：徐泽琼，成员：文世和。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
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渠县文徐生猪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6月 21日

清算公告
美姑县安驰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股东会决议注销本公司，并成
立清算组，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周赤正
联系电话：18685289599

美姑县安驰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

清算公告
屏山县鑫鸿建材厂（执行合伙事务

人：罗刚）经全体合伙人决议，决定注销
登记，特成立清算小组，请相关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60 日之内前来申报
债权，过期责任自负。

屏山县鑫鸿建材厂
2018年 6月 25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注销
“四川川蜀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请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前来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逾期责
任自负。

四川川蜀怡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全体股东研究决定同意注销
“德阳市优伯商贸有限公司”。请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前来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逾期责任自
负。

德阳市优伯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乐至县恒普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5 日经股东大会决议，同
意申请注销。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乐至县恒普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经自贡市隆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大会于 2018年 6月 25日研究决定，
注销自贡市隆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510322000051499），请本公司各债
权债务人的单位和个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前来我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邱显玉
联系电话：13990073478

自贡市隆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经富顺县永年镇白塔村甜橙专业

合作社成员大会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
研究决定，注销富顺县永年镇白塔村
甜 橙 专 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510322NA000194X），请本社各债权债
务人的单位和个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前来我本社办理有关手续，
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查先远
联系电话：13890082306
富顺县永年镇白塔村甜橙专业合作社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经富顺县富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大会于 2018年 6月 18日研究决
定，注销富顺县富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322094621982P），请本公司各债权
债务人的单位和个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前来我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逾
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罗南富
联系电话：18181559958
富顺县富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清算公告
经自贡市唐宝公寓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于 2018年 6月 25日研究决
定，注销自贡市唐宝公寓管理服务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322MA65Q9QA6R），请本公司各债
权债务人的单位和个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日内前来我公司办理有关手续，
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高丽
联系电话：13890073556
自贡市唐宝公寓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减资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决定，将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原 500万元减少到 400万元。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前来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南江百宝创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2日

减资公告
贵州思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研究

决定，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减少到
500 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
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贵州思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6日

撤销公告

四川省南江县万向实业有限公司因
业务发生变化，撤销 2015年 11月 23日
在登记机关的清算组备案登记。

四川省南江县万向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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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大行加速布局 客户争夺战越演越烈

中小银行如何搭上人工智能快车
人工智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中国

的银行业态。日前，中国建设银行宣布国
内第一家无人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这
意味着建设银行在“人工智能+银行”领
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了解，在建行这家无人银行当中，

找不到一个保安，取而代之的是人脸识
别的闸门和敏锐的摄像头，电子终端取
代了柜员，人们过去想象中的场景，变为
了现实。无人银行的出现，只是一个契
机。事实上，在大数据建设上，建行花了
6年的时间，投入 120多亿研发包括客
户智能、风险智能、运营智能和财务智
能。
据了解，如今不只是建行，传统的国

有四大行，都已经与 BATJ（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和京东的简称）先后签约，进行
深度合作。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在于渠
道的触达能力和数据的搜集处理能力，
但在金融产品设计和风控上的能力是有
限的，品牌公信力也不如金融机构。二者
完全可以将各自的强项嫁接在一起，形
成互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
业界人士表示，人工智能（AI）、云计

算、大数据、区块链四大金融科技正由表
及里，由浅入深，深刻改变银行端到端的
核心业务流程。相比于国有四大行的规

模、财力，在入局金融科技，尤其是人工
智能的道路之上，中小银行的路途走的
要艰难得多。近日，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
（深圳）联盟发布了《中小银行金融科技
发展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多
家城商行已经开始了金融科技的探索与
实践，但是由于技术储备、资金实力、人
才、机制等方面限制，系统性、前瞻性不
足，多数实践没有带来满意的成果。

报告指出，有超过 40%的城商行没
有将金融科技列入战略规划，而是采取
了被动跟随策略，部分城商行还未开始
尝试。有 26%的受访城商行认为无法负
担资源投入。

当金融界的巨头们加速布局之时，
而中小银行最为焦虑的则是，人工智能
的发展让他们失去了越来越多接触客户
的机会。受经营地域的限制，获客是他们
难以逾越的屏障，越来越激烈的客户争
夺战，让他们疲于奔命。

就目前而言，互联网获客、面部识别
等人工智能应用、后端智能风控，以上三
者，是中小银行在人工智能浪潮当中亟
需解决的问题，而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在
人才、资金、机制缺乏的情况之下，依靠
大型技术服务商的技术、服务输出来入
局人工智能，使之服务于自身业务，似乎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平安集团董事长兼 CEO 马明哲日

前宣布平安全面开启 3.0时代起，“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模式向全行业开放，而

金融壹账通作为平安集团金融科技输出
的载体，将多年积淀的金融服务及金融
科技能力向中小金融机构输出。

据中华工商时报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一
份研究报告说，中国已成为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最积极的国家。

这份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应
用情况的报告说，波士顿咨询公司和知
名市场调查机构益普索联合开展的抽
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
31%的人表示他们所在的企业或机构已
开始使用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关的工具，
这一比例在全球范围内位居首位。

报告显示，上述比例在加拿大和
美国分别为 26%和 24%，显示出这两
国对人工智能技术较高的接受度。相
比之下，欧洲的接受度整体偏低。在英
国、西班牙、法国和德国 4个欧洲主要
国家，这一比例分别仅为 20%、18%、

16%和 15%。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兼董

事总经理杨立当日在报告发布会上
说，中国成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最积
极的国家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
是目前数字技术应用最发达的国家之
一；二是市场气氛活跃，多家中国大型
互联网企业制定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研
发战略，许多初创企业也致力于进行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或技术研发，
期待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竞争
力；三是中国政府已将人工智能纳入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
重要推力。

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我国已成应用人工智能最积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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